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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企业秀

在本届南博会上，微软中国落
地云南的孵化企业“大梁造物联网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带着公司孵化
企业的黑科技来到展会上，让普通
人感受到电影“头号玩家”里那样的
虚拟体验并不只存在于电影里。

大梁造物联网运营管理公司已
于去年正式上线运营了“微软云暨
移动技术孵化计划——云南云上云
大数据孵化平台”。一个月前，该公
司入驻嵩明职教基地星汇众创空
间，将依托微软云南云上云大数据
孵化平台，基于区块链、云计算、物
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农产品
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的产业链，打
造互联网+农业示范项目。同时引
入微软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嵩明职
教基地大学培养大数据、人工智能
高端人才。

该公司技术总监王诗超告诉记
者，选择嵩明职教基地落户发展，主

要是因为职教基地高校创业创新能
力强，公司期待能够在此与学校开
展专业人才培养，通过孵化和培养，
也为人才和企业需求进行更好的嫁

接。“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微软的技
术。”王诗超表示，从事孵化项目对
于微软来说十分有利，微软在云计
算、互联网、智慧城市和人工智能方

面较为领先，可以为滇中新区、职教
基地科技企业的孵化提供强大的技
术支持。

南博会期间，该公司带着他们
的孵化企业一起来参展，并展示了
企业正在研发的“黑科技”。云南蜜
獾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科
就是一家孵化企业，公司正在研发
的“hololens眼镜”，是MR和 AR的
混合体验，体验感堪称现实版的“头
号玩家”。“眼镜技术是微软开发的，
我们企业是做可以应用在眼镜里的
软件开发。”张科让记者戴上眼镜体
验了一下，戴上眼镜后显示出了虚
拟场景，所有的触控和点击只需要
用手指合并来实现，科技感和前沿
感十足。目前，公司已经开发出职能
家具软件，正在研发“智慧消防”软
件，今后将让消防检修程序变得更
加科技化。

本报记者闵楠

在新区展台，一款名为“智
慧农业应用视觉机器人”的自动
智能选花机器人吸引了许多参
展人员驻足观看。

“这款机器人可以通过机械
手对鲜花进行抓取，它的智能识
别系统对鲜切花进行分级，然后
自动将分级好的鲜花分类放
置。”在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此款机器人已经投放市场，
可以代替人工，节约花卉公司的
用人成本。

这个自动智能选花机器人
名为“智慧农业应用视觉机器
人”，是由云南安视智能设备有
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除了智慧农
业应用视觉机器人，与其相似的

还有视觉智能服务应用机器人，
该款机器人通过机器视觉技术，
赋予机器人“眼睛”和“大脑”，真
正实现机器人可视化和智能化。

“无论你将茶杯放在机器人周边
的什么位置，它都可以准确识
别，并为你倒上茶水。”云南安视
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目前，视觉智能服务
应用机器人已经用在了一些标
准化生产的传送带上使用，例
如，在药品的传送带上，一些包
装不合格的残次品，该机器人可
以快速找出，并将其与正常的产
品分离开来，所用时间比工人减
少了，精确度也更高。”

本报记者赵丹青闵楠

梳理今年南博会的滇中
新区展台，展示内容主要有
几条主线：一是围绕云南
省要打好的“绿色能源”
牌，主要展示了以新能
源汽车为主的产品；二

是围绕新材料，展示了聚
丙烯、工业异辛烷、新型防

水材料、锂电池、锂电池隔膜
等产品；三是围绕高端装备制

造，展示了盾构机、环保检测仪
器、视觉智能机器人、无人搜救直
升机、深度水下无人潜艇、北斗卫
星技术相关应用产品等；四是围绕

电子信息，展示了多家生产企业的
手机、智能手表等；五是围绕高科
技，展示了氮化镓相关产品。

“我们过去展示主要是概念、
规划、愿景，展现是什么样的新区。
这一次我们转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招商引资的成果，新区生产的产
品，概念性的东西少了。”展台上，
滇中新区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毛正
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
次也是滇中新区向省委、省政府，
向全省人民汇报成果的一次机会，
让大家知道滇中新区的发展是个
什么样子，新区在做什么，给大家

直观的感受。同时，通过南博会这
个国际平台，将定位于面向南亚东
南亚辐射中心重要支点的滇中新
区展现给国内外嘉宾，推出一批重
点招商引资项目，希望能加强与南
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他认为，“今年南博会上，滇中新
区展出的新兴制造业、高科技产品，
体现的是这么几年来，新区在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大家的努力，
新区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通过
这种成果展示，将进一步提振我们的
信心，为加快推动新区开发建设，实
现跨越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从3年展台变化
看滇中新区开发建设成效

□ 本报记者喻劲猛文 周凡摄

大数据 黑科技“头号玩家”不是未来

3年来的6月，两届南博
会、一届商洽会，滇中新区连
续3年参展。相同的是，新区
每年都会抓住主线、展出特
色；不同的是，3年一年一个
样、年年有变化。

这种进步，体现在由
“虚”向“实”，体现在由“低”
到“高”。其背后需要新区开
发建设的新成效作为支撑，
它的曲线变化展现出新区向
前发展的强劲态势。

所谓窥一管而见全豹。
在南博会偌大的舞台上，透
过滇中新区展台的“方寸之
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兴
的国家级新区正在发生的巨
大变化。

“2年的时间，变化很大。”6月
14日，来到滇中新区展台参观的云
南冶金集团李先生表示，“有那么多
企业，而且都是些高科技的，有新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
车等在这里集中展示，而且
已经有产品了，已经在运
营当中，和原来看的不
一样。”

李先生说，他已经连
续 3年南博会都来滇中新

区展台参观，“原来就是个概
念性的，能看到滇中新区的规

划很高大上。但今年来看，规划变
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新城，这样的发

展速度和质量很了不起。”
2016年 6月，在第四届南博会

上，获批设立仅 9个月的滇中新区
亮相国际产能合作馆。桥头堡设计
元素的主门头，495平方米的规划
实体沙盘模型，130平方米的 LED

展示屏，一幅地图标示出滇中新区
的国际区位优势：半径1200公里范
围内，辐射中南半岛、印度洋沿岸多
个国家和地区；半径2400公里范围
内，可以辐射至南亚东南亚和印度
半岛等地。沙盘上，苍翠的“群山”环
抱之中，一座产城融合的国际化高
新产业“新城”，厂房林立、路网交
织、华灯闪烁。

“滇中新区就是云南的浦东，”
当时的展台设计师朱文峰这样理解
新区。

“之前关注过不少关于滇中新
区的报道，但对新区的认识还是比
较模糊。”当时前来参观的邓先生指
着沙盘说，“今天看了沙盘和宣传
片，有了更感性和直观的认识。”

从让别人认识，到让别人认知，
是一个需要努力的过程。2年过去，
当初规划沙盘上的厂房林立、路网
交织已经成为现实。在滇中新区48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847公里道路启
动建设，341公里已经通车；在临空
产业园、智能终端产业园、空港智园
等多个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正在
向着200万平方米的目标迈进。

今年第五届南博会上，媒体同
行黄先生在参观完滇中新区展台后
说，“感觉滇中新区还是做了很多事
了，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高科技产
品、电子产品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实
际的产品，而且产业项目比较大。以
前都是资料，没法拍，今年变化大，
我已经拍了不少照片。”

“新区展台变化大”

3年来，滇中新区加快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筑巢”更是为了“引
凤”。通过南博会、商洽会的广阔舞
台，大力招商引资，在项目落地中
培育产业。

2017年6月商洽会期间，“驻华
外交官魅力云南行”首站来到昆
明，在外交部云南全球推介活动后
续系列活动之一——“世界春城花
都、中国健康之城”推介活动中，省
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滇中新区
党工委书记程连元向驻华使节团
推介了昆明市和滇中新区。

在商洽会的滇中新区展台上，
洽谈、招商成为一条主线。场外，昆
明市和滇中新区共有122个项目集
中签约，43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之前的第四届南博会上，滇中
新区共28个项目签约，包括投资协
议 6个，框架合作协议 22个，协议
金额共计 1357.6亿人民币和 1220
万美元。

招商、签约、开工、投产，正是在
不懈的努力中，新能源汽车、盾构机、
锂离子电池隔膜、锂电池、环保检测
仪器、手机、智能手表、视觉智能机器

人等产品才能在今年南博会上百花
齐放，入区企业“凤凰展翅”，展现的
是“新区制造”的成果。

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白文韬、阳湘
均在展台上接待了来自柬埔
寨、越南等国家的参观者。“他们
看着盾构机模型，用手机拍照片、
视频，体验 VR，请人翻译我们的
介绍，问了产品用途、特点等问
题。”他俩说，“他们现在可能还用
不上，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将
来肯定能用上。”

从“筑巢引凤”到“凤凰展翅”

“提振信心，注入新的动力”

新区新能源汽车展台新区新能源汽车展台

新区制造手机展品新区制造手机展品

南博会新区展台南博会新区展台--中铁电建盾构机展示中铁电建盾构机展示

安视智能设备有限安视智能设备有限
公司药品泡罩检测机公司药品泡罩检测机

一踏进10号馆，航空模拟机
和美丽的空姐就牢牢抓住你的
目光。这是昆明综合保税区、空
港经济区、官渡区联合展位上，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祥鹏航空”)联合云南海
航航空培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云南航培”)的展示区。

这个展台主打最新版航食
发布、体验式飞机驾驶两大亮点,
向参与的客商和市民展示航鹏
航空正在打造的航培+航旅综合
平台。

为让与会嘉宾更直观地了
解 航 空 培 训 ，企 业 专 门 将
B737IPT程序训练器及全动战机
模拟器带到现场,体验式地展现
航空培训的未来业务单元,聚集
航空企业目光,吸引市民及航空
爱好者了解、体验航空培训。

航空培训服务，是今年昆明
综保区、空港经济区与祥鹏航空
合作推进的一个重要项目。云南
航培由云南祥鹏投资有限公司、
昆明综合保税区开发运营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和昆明空港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主
要为航空公司提供高质量的专
业航空培训服务,确保飞行员、乘
务员等航空特业人员高标准、高

效率完成各项业务培训,达到安
全飞行的目的。同时,将依托空港
智慧商务示范区建设,融入地方
文化特色,打造高端智慧的休闲
度假式培训基地。

现场负责人介绍，云南航培
将配备波音B737NG、B737MAX、
空客A320系列全动飞行模拟器
和B737NG、A320系列动态客舱
模拟器、服务训练模拟器、灭火
模拟器、出口模拟器、水上迫降
训练场等乘务培训设施和设
备,拥有专业的飞行教员空乘
教员和航空培训运营管理团
队。可为客户提供 FFS 飞行动
舱训练、飞行地面理论训练课
程、乘务员全流程训练课程及
其它定制化的航空特业人员培
训服务。

在航空旅游业务方面，祥鹏
航空将致力打造高品质差异化
服务航企,将聚焦旅客的直观体
验点,推出多样的产品消费组合,
打造个性化、差异化的定制服
务。继续依托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充分发挥昆明地理优势及门户
经济效应,将昆明搭建为全国面
向南亚、东南亚的集散地,助力云
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
射中心。

祥鹏航空

打造航培+航旅综合平台

南疆制药

我省大容量注射剂8成“南疆制”
“尽管南疆出品的大容量注

射剂已占据云南 80%以上的输
液市场。我们将进一步整合内外
部资源，推动云南大容量注射液
行业技术进步，赶超国内外先进
水平。”昆明南疆制药有限公司
验证处处长张家培说，今年企业
参加的三地联合展区，感觉三地
政府对此重视程度很高，展台设
计很现代感，作为生物制药行业
的代表，南疆和云南共同参展，
体现了滇中新区生物医药和大
健康产业的发展基础。

昆明南疆制药有限公司始
建于1991年，主打产品是大容量
注射液，包含基础性的葡萄糖注
射液，治疗性的诺氟沙星、氧氟
沙星注射液等，占云南市场 8成
份额。

当初选择落户官渡工业园
看重的就是区位优势。随着长水
机场建成投用，空港经济区的快
速发展，特别是这3年，基础设施

提速建设、大板桥街道片区道路
和生活配套设施完善，物流、快
递行业的聚集为企业创造了更
好的发展环境。“物流成本一年
至少节约上千万元。”张家培直
言，现在企业的运输成本还不到
30%，是全国生物制药行业内最
低的。企业规模越大，技术越先
进，投资越密集，运行成本在投
资决策中占的比重就越高。下一
步新区将建设医药产业园，待

“生物医药产业链”日渐完整，企
业的运行成本还将降低。

空港经济区便利的交通，还
有利于企业进一步打开南亚东
南亚市场。目前，企业产品远销
缅甸、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
未来，企业将进一步整合内外部
资源，加强与落户新区大型药企
的交流合作，促进产品品质提
升，谋求云南大容量注射液行业
的技术进步，在现有的优势领
域，率先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

在展区最亮眼的“彩云号”
大型幕布前，斯里兰卡客商正
在翻译的辅助下与中铁电建重
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铁电建）现场负责人积极
洽谈。跟着手指的方向，外国客
商一一了解展出的 3种型号盾
构机，还戴上VR眼镜身临其境
地体验盾构机的掘进原理。

“才刚开展，就已经有 3名
外国客商到站展区进行洽谈。
企业深刻感受到南博会营造的
良好商务洽谈氛围。”中铁电建
经营部副部长阳湘均说，今年
是企业第二次参展南博会。第
一次，企业是以行业身份在制
造业馆进行盾构机产品展示；
这次是以滇中新区及空港经济
区的产业发展代表进行展示，
凸显片区在新材料和重型装备
制造产业上的发展水平。

经过 3年发展，现在滇中新
区及空港经济区的产业发展已
初见雏形，将主打企业进行集
中展示，对于片区和企业来说
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中铁电建作为盾构机生产
的行业领先企业，今年在滇中
新区的两个展区展示了 5个型
号的盾构机，其中的马蹄形盾
构机为世界首创，适宜于铁路
隧道掘进。而新增的两台 VR
设备让参观者能够直观了解
盾构机是如何操作和运转的，
有助于全方位展示企业形象
和产品功能。“我们相信，透过
展会能够让更多的南亚东南
亚客商看到滇中新区制造的
盾构机，而且企业感受到云南
对外开放的方向和实力，寻找
自我与这个盛会对接中可能
出现的商机。”

中铁电建

越来越多外国客商前来洽谈

安视智能设备

选花机器人智能分拣优劣品

体验感堪称现实版的“头号玩家”MR和AR眼镜技术 本报记者闵楠摄


